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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M32 L4

STM32L4 開發套件 簡化雲端連結設計
跳脫框架！使用現成的雲端連結開發板探索物聯網的創新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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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期CTIMES採訪了被稱為PTT創世神的台灣AI實驗室創辦人杜奕瑾，請他談對台灣發展

AI的看法，採訪中不免問到，目前Mark Zuckerberg和Elon Musk對AI的不同看法產生的「熱

烈」辯論，他會選擇哪一邊？杜奕瑾的回答在我們這期雜誌的CTIMES People專欄中(請讀

者翻到P.16)。

Mark Zuckerberg和Elon Musk爭論的點在於發展AI對人類是福是禍？這邊或許可以先把時間

拉遠一點，把時間拉到19世紀，1867年諾貝爾發明了炸藥後，被大量應用到戰爭，諾貝

爾十分痛心，因而設立了諾貝爾獎，希望推動人類在各面向的文明發展。

經過多年發展，炸藥在19、20世紀的兩次戰爭中，摧毀了數以億計的人命，可是在其他

領域像是交通建設，帶來的貢獻也十分巨大，工具永遠都是中性的，為福為禍永遠是人

的問題，AI也是一樣，在不同使用者手上，工具帶來的影響也大不相同，當然Elon Musk

的擔憂在於AI未來將會產生自己的意識，主動攻擊人類，不過以目前的技術來看，要走

到那一步，還有長遠的路要走，在這長路中，人類仍可控制技術的發展走向，要擔憂的

仍是有心人士為遂己願，將這條路導引到不當的目標上，說到底，還是人的問題啊！

AI只是工具 不涉善惡

主編





COLUMN

10   CTIMES   www.ctimes.com.tw

歐敏銓 

MakerPRO總主筆
暨共同創辦人

Be Unique

【不一樣的Makerspace】

PROMaker Lab的啟用與期許

7月4日是《美國獨立日》，一個紀念獨立

與平等精神的重要日子，而在《美國獨立

宣言》發表的241年後，也就是昨天，我們在

SlingX的PROMaker Lab啟動了《MakerPRO研究

會》，希望也會是值得紀念的開始。

這兩年半來，我們開創了不少行動，集結了不少夥

伴，但總感覺少了一塊：一個能讓大家經常聚會、

一起動手的空間。這聽起來不就是一個Makerspace？

是的，但Makerspace在台灣，發展的頗為詭異，兩

三年內從沒幾個到遍地開花，但這似乎是一時性的

「火花」，很多都只是資源灌注下的產物，缺少內

涵、精神，沒辦法燒太久，更排擠掉民辦Makerspace

的生存空間。

另一個讓Makerspace不易靠收會員費而生存的原因，

或許是因為身在台灣，要找「加工資源」並不太

難，例如想打件、雷刻、鈑金，做模型、模具，找

組裝廠或EMS等…，有的在網路上下單、傳檔案就

可搞定；有的問問人、跑一趟工廠，也能解決。所

以，想做POC，有台3DP和買些開源套件，在家做做

即可；想進一步，就串串加工資源，沒有走進Maker-

space強烈需求。

除非，還有別的誘因，例如有比自己強或互補的同

好可以一起切磋。所以，我們反其道而行：空間不

用大、設備不用多，重點在於「人願意來」和「想

一起做什麼」。

於是，當SlingX共同創辦人 David Peng 也認同這

訴求，並樂於釋出公司空間，我們就開始行動了：

自己釘桌子、漆黑板牆、釘招牌看板、訂製投影捲

簾，請 Eric Lee 協助架投影機（感謝Eric贊助投影機

設備！），再進了折疊椅，和一部桌上型CNC…，不

到兩個月的準備，雖不完美，但已堪用，那就啟用

吧！

7月4日第一次的研究主題是當紅的聲控技術，沒有

宣傳，邀一邀就來了約15位夥伴，把這兒的主空間

塞滿了。

是的，這兒不大，但來的人個個有一身本事：從通

訊、電子、軟體、韌體、商務，到智慧廚房、智慧

控制、手作音響等… 各自都在自己的領域有十數年

以上的紮實經驗，更重要的是：大家都有「夢」，

而且肯動手「做夢」，如今則是齊聚一堂，一起看

能不能把世界翻一翻！

雖然不知道結果會是如何，但這肯定不會是只辦一

場就沒下文的活動，大家已相約兩週後再見；第

二、第三個主題也定下來了，會另開LPWAN及智慧

控制的研究會；接著可能會推音樂、美食或老人照

護的Interest Group。再往下發展，則可能從一個主題

再分出子題研究會（如「中文化聲控」），或有人

開案糾團，一起動手做出某個有趣或有「賣點」的

專案來。

這個模式（如果順利推展的話），想一想還真有點

像哈爸主導的LASS社群實體版。從LASS成立，至今

兩年來已成就不少事情，也印證了Maker社群確實有

能力做出影響社會的事。然而，身為LASS長期的支

持夥伴，必須指出它的強項在於專案架構的規劃（

哈爸是資深的架構師），以及號召高手投入的動員

力（哈爸的魅力）；較弱的環節是欠缺系統化的內

容和可複製的運作模式：少不了哈爸。

因此，我們希望這個Study Group計畫能發展出許許

多多的LASS，也形成一套運作模式，可以在其他空

間發生和進行。同時在線上有一個系統化的線上平

台來輔助實體的研究會，可以分享成果或心得、共

同討論（共筆、即時對話、論壇），甚至進行專案

管理，或進一步提供交易機制。這些功能也是我們

對ProjectPlus的發展藍圖。

另一個期待則是「跨出去」，跨出狹義的Maker同溫

層圈，和設計圈、文化圈、教育圈、社會運動圈等

更多不同領域的朋友串連，打成一片。

看來，值得做的事還多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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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4年中國大陸發佈「國家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推

進綱要」起，發展自主半導體產業體系已經成為大

陸政府與產業界的重要工作，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皆積極

從資金面、人才面、技術面、產業併購等面向，投入豐富的

政策資源，希冀快速提升大陸在全球半導體產業中之地

位。

由於台灣在半導體產業具豐富的發展經驗，在部分如封

裝測試、IC設計、晶圓代工等領域又具有領先優勢，因

此台灣半導體企業在過去數年間成為大陸積極拉攏的對

象，但同時台灣業者也成為大陸亟欲超越的目標。

因此，在過去三年間，台灣業者面臨兩難的抉擇，一方

面在大陸市場與政策的誘因下，需發展與大陸產業間的

策略合作，如合資、接受大陸企業投資等；另一方面台

灣業者又面臨大陸業者的快速追趕，需避免技術外流，

維持領先優勢。如何在既合作又競爭的局勢下，尋求生

存之道，成為各業者的策略難題。

對台灣產業而言，兩岸合作的難度增高，卻又缺乏更具

誘因的薪資待遇條件以吸引人才留任，導致部分人才前

往大陸企業任職，兩岸產業的合作機會明顯減少，但競

爭態勢卻逐漸升高。目前除少數台灣大型企業具有明顯

領先優勢外，多數半導體業者已可明顯感受到大陸產業

崛起所帶來的壓力。

面對大陸半導體產業的崛起，在兩岸政經交流日趨冷卻

下，台灣政府與產業界在兩岸競合策略的運作空間也日

趨縮減，台灣業者需在現有法令規範與政治、輿論壓力

下，自行尋求在大陸市場的發展機會，並伺機尋求其他

新興應用與市場。而大陸則在政策挹助、市場優勢與國

際人才的貢獻下，其半導體產業發展的基礎日趨穩固，

大陸中央與地方的政策資源恐將轉向更專注於對本土企

業的培養，而非僅以對外併購策略為主。

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台灣對大陸半導體產業的佈局將

淪為點狀，以個別企業突破的方式為主，廠商不易從整

體產業之策略佈局思考，個別企業甚至將面對大陸政策

支持下的供應鏈競爭，預估兩岸半導體產業間的天平將

逐漸傾斜逆轉。

惟短期內兩岸情勢不易改善，因此台灣需思考新的突圍

策略，包括因應終端應用產業的發展趨勢，協助台灣業

者投入如物聯網、車用電子、人工智慧等創新應用研

發，跳出與中國大陸追求規模經濟、標準化等3C產品的

直接競爭關係。另一方面，台灣仍需思考給予業者更多

策略彈性空間，並透過公協會形成兩岸產業交流平台，

協助台灣業者在政治冷和的情況下，仍能尋得產業合作

的空間，以維持台灣產業在大陸甚至全球半導體市場之

競爭力。

（本文由資策會 MIC 洪春暉、楊仲瑜共同執筆）

兩岸半導體產業

競合態勢之轉變

洪春暉 

資策會產業情
報研究所(MIC)
產業顧問兼
主任

Vision

短期內兩岸情勢不易改善，因此台灣需思考新的突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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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 W S  A N A L Y S I S

福衛五號當領頭羊 產業持續向前走 
太空計畫的效益在於扮演國家產業的領頭羊，進而帶動包括國防、機械、電子等技術。

台灣第一顆完全由國人自製的衛星福衛

五號，在8/25凌晨順利升空，同時在2

個小時後傳回第一張照片，科技部長陳

良基在接受採訪時表示，雖然腳步落後

其他國家，不過台灣在太空科技不會缺

席，未來將會持續發展。

探索太空的成本驚人，產生的效益向來

有兩面看法，有人認為只是打腫臉充胖

子，有人則認為是國力的象徵，美國在

1972年結束了一系列的阿波羅計畫，

原因之一就是花費過於龐大(240億元美

金)，這40年來，美國未曾再啟登陸月

期的計畫，2011年，美國也停止了為

期30年的載人太空飛行計畫，不過這期

間美國藉由太空計畫所展示的國力，已

然得到效果。

其實太空計畫向來的效益，從來不是從

太空產生，花費百億美元從火星帶回一

塊石頭，效益當然極低，太空計畫的效

益在於扮演國家產業的領頭羊，進而帶

動包括國防、機械、電子等技術。

上述3種技術，除了國防外，其他的產

業都以民間企業為主，民間企業的經營

必須講究投資報酬率，龐大的研發投資

至少要在一定時間內看出成績，否則不

會輕易投入，具有意義但目標太過遙遠

的技術，並不合於企業的營運理念，這

部分就必須透過由國家挹注資源的太空

計畫來達成。

以福衛五號為例，這次的關鍵元件包括

電力裝置、衛星電腦、飛行軟體等，

都由台灣自主開發，負責影像拍攝的

CMOS型聚焦面組合，則由微像公司研

製，太空中心與晶片中心進行獨立驗證

工作，號稱可在101頂樓看到墾丁沙灘

在打排球，對產業來說，這些關鍵元件

現在未必用得到，然而其往前拓展出的

巨大領域與範圍，將成為台灣各領域的

研發寶庫。

例如衛星發射時的大氣層摩擦將近攝

氏千度，進入太空後溫度則驟降至攝

氏零下270度，這種極短時間內的溫度

變化，對設備與元件的運作考驗相當嚴

苛，應用於高緯度寒冷地區或工廠鍋爐

旁的高溫區域產品製造商，就可參考衛

星的寬溫設計，研發在嚴苛環境可穩定

運作的產品。

對國家來說，太空計畫所彰顯的國力，

並不僅在於發射時的榮耀，更在於隱而

未見的產業技術協助，這些技術或許不

能在第一時間發光發熱，不過所延伸出

的長尾效應，將會是國家實力的最佳展

現。（王明德）

TrendForce：第二季行動式記憶體總產值季增14.8%，第三季產值持續擴大

TRENDFORCE記憶體儲存研究(DRAMEXCHANGE)調查顯示，第二季全球智慧

型手機市場買氣雖然依舊低迷，但相較於第一季因生產計劃大幅下修導致的

高庫存水位，第二季已明顯收斂並開始重啟拉貨。整體而言，第二季行動式

記憶體總產值相較於上一季成長14.8%。三大主流DRAM廠中，三星半導體及

美光表現亮眼，皆達逾10%的季度營收成長幅度。

DRAMEXCHANGE指出，以第二季行動記憶體營收市占來看，三星半導體重新

站回以往6成以上的市占水平；SK海力士在營收市占表現上雖然較第一季略

為衰退2.2個百分點，但依舊穩坐第二名寶座；美光集團則隨著經營策略的調

整，日益重視在智慧型手機領域的表現，已反應在美光連續兩季的季度營收

市占率皆有15%左右的成績。（陳復霞）

資料來源：DRAMeXchange（2017年8月）

2017年第二季全球行動式記憶體營收排名   (單位: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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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分析

Gartner：2017年全球穿戴式裝置銷售將成長17% 

國際研究暨顧問機構Gartner預測，2017年全球將賣出3.1億台穿戴式

裝置，較2016年成長16.7%。2017年穿戴式裝置銷售將創造305億美

元營收，其中有93億美元來自智慧手錶。智慧手錶在2017年整體銷

售量達4,150萬支，並在2019到2021年成為銷售量僅次於藍牙耳機的

穿戴式裝置。到了2021年，智慧手錶銷售量將接近8,100萬支，占整

體穿戴式裝置銷售量的16%。

Gartner研究總監Angela McIntyre表示：「2021年智慧手錶營收將高

達174億美元，是所有穿戴式裝置當中最具營收潛力的類別。受惠於

APPLE WATCH相對穩定的平均售價(ASP)，整體智慧手錶的營收也有

所增長。智慧手錶的產量增加，將略微降低其製造與零件成本。然而，蘋果(APPLE)與FOSSIL等領導品牌的售價將與傳統手錶維持

一致。」（陳復霞）

近期全球顯示器產業出現兩件具高度指

標性的投資事件，一是鴻海集團於七月

26日宣布的美國飛鷹計畫，也就是將於

威斯康辛州設立10.5代線面板廠。另一

件則是LGD近日宣布將大尺寸OLED顯示

技術移往中國，將於廣州建立第一座合

資的8.5代OLED面板產線。

事實上，鴻海以系統整合起家，在液晶

顯示產業已經擁有近20年的純熟技術，

這次將其液晶產線帶進美國市場，不僅

是業界首次，也顯示其看準北美龐大消

費性電子市場的明顯意圖。然而儘管整

體投資金額高達100億美金，但該公司

在10.5代的產能規劃上，至今仍尚未透

露任何進一步訊息。

根據WitsView分析，10.5代產能規劃相

對龐大，顯示出鴻海將其垂直整合產品

優勢移植到美國市場的企圖心，只是，

從廣州10.5代線投資案尚未解決的關鍵

設備問題，以及供應鏈布局完整性等不

確定因素，都可能使其飛鷹計畫的起飛

受到考驗。而若鴻海規劃的產能有限，

則代表鴻海可能將更多資源放在下游系

統整合端，其上游面板資源可能透過生

產分工的方式，與群創和夏普的產能進

行彈性調配。

不管如何，雖然鴻海集團新投資案的

8K產品並非是新技術，卻是業界首次

跨足北美市場的新創舉，在在都顯示出

顯示技術未來需要往關鍵消費市場靠攏

的趨勢不會改變。

至於LGD，儘管該公司一直都是顯示器

產業的龍頭大廠，然而近年來其小尺寸

面板往OLED技術轉換的情況卻遲遲跟

不上腳步，加上其OLED電視技術領先

業界，但因市場規模過小，占整體電視

出貨比重僅不到1%，都對該公司造成

不小壓力。

隨著中國積極擴增大尺寸液晶面板產線

的投資，更可能加速大尺寸OLED產品

被邊緣化的可能性。LGD為了維持自家

OLED電視產品的競爭優勢，選擇擁抱

中國市場，直接跨入擁有龐大電視需求

的中國市場來興建OLED面板廠。不僅

增加產品的能見度，OLED產品的優勢

也能進一步藉由中國市場發酵，並獲得

中國當地政府的資金支援，可謂一舉兩

得。（王岫晨）

擁抱消費市場才是生存要道
顯示技術往關鍵消費市場靠攏的趨勢不會改變。

資料來源：Gartner（2017年8月）

2016-2018年及2021年全球穿戴式裝置預測    （單位：百萬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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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大運如何以ICT技術打造新觀感？
如何找到還沒被滿足的觀感需求，將會是吸引用戶關注甚至獲得商業成功的關鍵。

日前掀起運動競賽熱潮的台北世大

運，共計144個國家與地區參與，參賽

運動員總計7,639人，根據創市際市場

研究顧問公司公佈的〈2017台北世大

運收視調查〉顯示，台灣民眾對於世

大運的關注狀況與收視方式以男性網

友關注的比率較高，而在關注賽事的

網友中，近九成會透過電視、網路收

看賽事直播／轉播，透過電視同步直

播(64.8%)、非LIVE的電視轉播(45.5%)

管道收視為主，整體而言，透過「電

視」管道收看將近八成(77.7%)，而透

過「網路」收看約46.9%。

究竟網友選擇直播方式多於轉播方式

的原因為何?直播有何魅力?資策會產

業情報研究所（MIC）今年6月曾經

針對台灣網友觀看直播進行調查，其

結果顯示網友考量直播平台或軟體的

前五大原因，分別為免費內容較多

（47.7％）、操作介面友善（36.5％）

、節目類型多元（28.2％）、互動方

式多元（20.4％）與網紅數量多（18.8

％）。就上述因素的觀察，產業分析

師吳柏羲表示，雖然免費內容仍是多

數網友選擇直播平台或軟體的主因，

但未來平台經營風格、網紅類型與多

寡、使用功能等因素將更區分其潛在

觀眾，未來直播內容發展勢必更加垂

直細分。歸納來說，廠商如何找到觀

眾未被滿足的需求，將成為吸引用戶

關注，甚至獲得商業成功的關鍵。

世大運為高度專業及高複雜度的資通

訊工程，導入賽會資通訊(ICT)系統之

外，還必須匯整各處的設備、設施，

完成不同場館各項作業環境的介接與

整合，進而確認符合國際賽會標準。

世大運的資訊系統主要以資通訊技術

運行中心(TOC)為核心，由近900名國

內外資通訊技術人員監控、處理及管

理各場館的資通訊，其作業內容包括

負責人員管理、行政作業、安全認證

等競賽資訊系統及負責量測競賽結果

的計時計分系統等項，多面向需求都

不容忽視，從世大運的鬧場事件可一

窺其重要性。

在運動影像處理方面，本次賽事中使

用的運動影像處理技術分為電視圖像

(TVG)及虛擬圖像(VG)兩大類，TVG根

據事先設計好的範本進行資料比對分

析後與需求訊號混合呈現，VG則是結

合攝影機運動及表面偵測技術，兩者

集合高端科技設備及系統成效為觀眾

增強觀看比賽過程及結果的感受。

除了軟硬整合資訊平台之外，穿戴裝

置新型態的出現(例如AR/VR等產品)，

亦將成為影像品質推波助瀾的動力。

高畫質影音串流服務已成為現代人生

活中的一環，未來無論是動態詮釋資

訊或想要精確描述各種場景，都將更

精準呈現影像高品質且提升觀眾視覺

的新體驗將指日可待。（陳復霞） 

GPU運算力大增 醫療與工業的AI應用逐漸普及

GPU目前已是深度學習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但如何跨進此領域或更有效率的研發依然是很多人的疑問，若能透過AI達到此目標，

將能大幅減少人力失誤並提升生產效能，麗臺科技董事長盧崑山表示，製程產線的相關數據資料相當龐大且環環相扣，因此需要尋

找好的軟硬體系統架構進行大量資料運算，而GPU在硬體高速演算與平行運算的特性足以即時處理巨量的產線數據，再利用AI與深

度學習演算法，即可進行設備狀態預診與生產品質監控。

長庚大學在生物影像研究多年，發現透過細胞與粒子活動的生物影像裡可以找到可能

的運作機制，而運用GPU計算能力得以讓研究人員能夠在實驗的過程中進行即時的分

析工作，如果沒有GPU的強大運算能力，要處理百兆級的計算工作將變的遙不可及。

近年來深度學習技術的蓬勃發展，加上GPU硬體計算能力與日俱增，透過深度學習的

運算機制，在未來將有助於上述生物影像研究朝向AI發展，加速人類探索生命的奧

秘，相信研究結果對生命科學領域能提供更多的貢獻。（陳復霞）

(source:麗臺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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